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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20 年湖南省高职高专院校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秀等级评价、新设专业
办学水平合格性评价、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与题库评价结果的通知

各高职高专院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和我省关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系

列部署，2020年 12 月，我厅组织开展了 2020 年高职高专院校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优秀等级评价、新设专业办学水平合格性评价、专

业技能考核标准与题库评价工作。现将评价结果予以公布，并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评价的基本情况

（一）评价对象。2020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合格性评审为“合

格”结论的学校中，有 56所学校自主申报了 254个专业参加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优秀等级评价和专业技能考核标准与题库评价。对

2021 年有首届毕业生的 126个专业（即 2018 年新设的三年制

高职专业）进行办学水平合格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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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结果。经专家组评议，我厅审定，确定 107个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为优秀等级；212个专业技能考核标准与题库为

优秀等级，41个为合格等级，1个为不合格等级；107个新设专

业为合格等级，14个专业为基本合格等级，5个专业为不合格等

级（详见附件 1-3）。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全省高职高专院校认真履行人才培养主体责任，坚持

以人才培养标准建设为抓手，积极推进“三教”改革，不断完善人才

培养质量内部保证体系，人才培养主体责任意识明显增强，人才

培养质量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但是，从本次检查评价情况来看，部

分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也还存在以下问题：

1.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方面。一是规范性不够。主要表现在专

业人才培养调研对象缺失或不具代表性，调研数据来源不真实，

调研分析不到位，人才培养规格表述不够清晰，课程描述不够准确，

课程标准要素不齐全，实施保障未结合专业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要

求。有的在必修课程设置、课时安排以及文本体例等方面与相关文

件要求不符。二是关联性不强。主要表现在调研结论、职业面向、

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实施保障、毕业要求、课程标准、

技能考核标准（含题库）等要素之间的匹配度不够高，相互之间

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或偏差等情况。三是课程体系设置欠科学。主

要表现在课程体系设计定位与思路不清晰，课程结构对培养目标达

成的支撑度不够，课程标准对接行业企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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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新技术、新工艺等不够紧密，课程内容尚未很好地根据学

生认知规律和职业能力成长规律进行序化或重构。四是特色不明

显。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培养规格、课程体系、培养模式等

未能很好体现学校及专业自身特色。

2.新设专业办学水平合格性评价。一是教学文件不规范。主

要表现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标落实国家教学标准不够；课程

标准、教案、实习实训标准等教学文件要素不全。二是教学条件

不达标。主要表现在：师生比不达标，教师专兼结构不合理；专

任教师企业实践经历不够；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和专业技能教学

设施设备的数量、功能不能完全满足教学需要。三是教学管理不

到位。主要表现在：教学制度不健全；课程标准与考核标准不齐

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欠完善，过程质量监控不到位；实训项目

开出率不达标。

3.专业技能考核标准与题库评价。一是匹配度不够高。主要

表现在：专业技能考核标准（含题库）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规

格不匹配；题库考核的能力、素养点与考核标准的能力和素养要

求不匹配；题库的评分细则与考核标准的评价要点不匹配。二是

可操作性不够强。主要表现在：考核项目（试题）不能按岗位工

作任务实际操作流程实施或模拟实施；模块、项目（试题）或工

位抽取方式不合理；评分细则不具体。三是综合性不强。主要表

现在：考核项目选取过于简单，未涵盖职业面向岗位典型工作任

务；同一模块或项目下的题目难易程度不符合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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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查评价结果应用

1.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秀等级评价将与职业教育相关重点 项

目申报或验收挂钩。评审结论为“优秀”的人才培养方案实施一

年后，我厅将组织专家赴学校实地考查方案落实情况，对未按方

案实施的专业，取消“优秀”等级。

2.新设专业办学水平合格性评价结果为“基本合格”的专业， 须

在一年内完成整改，整改期内暂停招生，整改后仍不达标，责令

学校撤销该专业点；评价结果为“不合格” 的专业，责令学校撤

销该专业点。撤销的专业点在三年内不得再次新设。

3.专业技能考核标准与题库评价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级

的专业，其标准与题库作为今后抽查学校学生专业技能的依据，

并在以后的专业技能抽查考试实施过程中，组织专家对专业技能

考核标准与题库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进行验证，对操作性和科学

性不强的技能抽查标准与题库取消“优秀”等级。

四、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健全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各院校要牢固树立质

量意识，切实加强质量建设，科学制定质量标准，全面实施质量监

控。我厅将进一步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新设专业办学水平合格

性评价、专业技能考核标准与题库的分级检查和评价机制，定期组

织检查评价，将结果向社会公布，并强化检查结果的运用。

2.提升内涵，优化人才培养标准体系。各院校要建立教学文

件制定和标准开发制度，明确工作规范、工作程序和审定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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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认真领会文件要求，结合专家意见，进一步加强质量标准体

系建设，认真组织好人才培养方案和标准的调研、论证、起草、修订、

审定等工作，提升人才培养方案和各类标准的内涵质量。

3.强化落实，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各院校应加强对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和各类标准的落实，建立健全教育教学质量反馈与

诊改机制，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技能考核标准为引领，抓好各

项教学标准的落实工作，进一步规范教育教学组织实施，不断深

化内涵建设，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1.2020年湖南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检

查优秀等级专业名单

2.湖南省高职高专院校 2020年新设专业办学水平合

格性评价结果

3.2020 年湖南省高职高专院校专业技能考核标准与

题库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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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湖南省高职高专院校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检查优秀等级专业名单

（按学校代码排序）

序号 学 校 专 业

1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4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5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6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7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8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9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10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11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飞行器维修技术

1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13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采编与制作

14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15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16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机车

17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18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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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专 业

19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0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21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2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23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24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2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26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27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28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29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30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31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32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3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数控技术

34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35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36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

37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法律事务

38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39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40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41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42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43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44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45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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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专 业

46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47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助产

48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49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英语（英语教育方向）

50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51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52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3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54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55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5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57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58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特殊教育

59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60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61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62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临床医学

63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64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65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金融管理

66 潇湘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67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68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69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70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设计

71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72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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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专 业

73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方向）

74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75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石油化工技术

76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中药学

77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78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79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80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刺绣设计与工艺

8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82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83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

84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资产评估与管理

85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86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水电站与电力网

87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88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信息技术

89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金融管理

9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91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92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工程技术

93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动车组检修技术

94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机车

95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药学

96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

97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98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99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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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专 业

100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01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护理

102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药学

103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药品质量与安全

104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教育

105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106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107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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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省高职高专院校 2020 年新设专业

办学水平合格性评价结果

（按学校代码排序）

序号 学 校 专 业

合 格

1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管理

2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网络技术

3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4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5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6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7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8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9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10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11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药品质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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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专 业

12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3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移动商务

14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5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16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国土测绘与规划

17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18 保险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19 保险职业学院 商务管理

20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机场运行

21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22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23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24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25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社会工作

26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27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生物制药技术

28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临床医学

29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快递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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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眼视光技术

31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保健与管理

32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

33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34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35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航空电子电气技术

36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商务

37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污染修复与生态工程技术

38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资源综合利用与管理技术

39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电梯方向）

40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管理

41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42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43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44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45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

46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47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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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49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服务与管理

50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预防医学

51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消防工程技术

52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53 潇湘职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54 潇湘职业学院 民族传统体育

55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工程管理

56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中药制药技术

57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药物制剂技术

58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59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60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信息管理

61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移动应用开发

62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63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

64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65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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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管理

67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商务

68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69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设计

70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71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

72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信息安全与管理

73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74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75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76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救援技术

77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78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79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80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机电技术

81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助产

82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

83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药品质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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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技术

85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测绘工程技术

86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计算机系统与维护

87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财务管理

88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89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

90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设计

91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92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93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审计

94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生物制药技术

95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中药制药技术

96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药物制剂技术

97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地质勘查

98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99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100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

101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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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103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04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网络营销

105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老年服务与管理

106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英语教育

107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教育

基本合格

1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2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文化市场经营管理（演艺活

动策划与管理方向）

3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

4 潇湘职业学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5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6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7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8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9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技术

10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11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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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13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中医养生保健

14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学教育

不合格

1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工程监理

2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电子产品质量检测

3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音乐传播

4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药物制剂技术

5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言语听觉康复技术（听力康

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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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湖南省高职高专院校

专业技能考核标准与题库评价结果

（按学校代码排序）

序号 学 校 专 业

优秀

1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商务英语

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4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

5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6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7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8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9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10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11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12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安全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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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电气自动化技术

14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空中乘务

15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飞行器维修技术

16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无人机应用技术

17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18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19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创意与策划

20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播音与主持

21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采编与制作

22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23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24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临床医学

25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

26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技术

27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机车

28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

29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30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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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32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3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软件技术（企业应用软件开发方

向）

34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35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36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

37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农村经营管理

38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39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40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41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42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43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4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45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46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47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与会计核算

48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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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建筑方向）

50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51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技术

52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地质工程

53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54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55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56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57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旅游管理

58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59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数控技术

60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工商企业管理

61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62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

63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64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动物医学

65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66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设计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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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经济信息管理

68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法律事务

69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烹调工艺与营养

70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71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72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餐饮管理

73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会展策划与管理

74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75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76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77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78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79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80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81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82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快递运营管理

83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84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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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86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助产

87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88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

89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英语（英语教育方向）

90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91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92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

93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94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工程技术

95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96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97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98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99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100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101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102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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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104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商务

105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控制技术

106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107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108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109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临床医学

110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111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园林技术

112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药学

113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药品服务与管理

114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15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建筑室内设计

116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空中乘务

117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金融管理

118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 计算机网络技术

119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

120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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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

122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123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124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化工装备技术

125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设计

126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127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28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方向）

129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130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石油化工技术

131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中药学

132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康复治疗技术

133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

134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135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136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137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38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



－27－

序号 学 校 专 业

139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刺绣设计与工艺

140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游戏设计

141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首饰设计与工艺

142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环境艺术设计

143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包装艺术设计

144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营销与服务

145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

146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智能技术

147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汽车电子技术

148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室内艺术设计

149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150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资产评估与管理

151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

152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水电站与电力网

153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154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信息技术

155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金融管理

156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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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专 业

157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企业物流方向）

158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159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

160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技术

161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工程技术

162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动车组检修技术

163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工程技术

164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铁路车辆

165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机车

166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167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供配电技术

168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169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170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酒店管理

171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72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173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174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电梯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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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专 业

175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176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风电系统运行与维护

177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78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商务英语

179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

180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药学

181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药品质量与安全

182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助产

183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

184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185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联网应用技术

186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电子技术

187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物流管理

188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189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190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1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

192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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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专 业

193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临床医学

194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药学

195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口腔医学

196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197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药品质量与安全

198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中药学

199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中药生产与加工

200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地质勘查

201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

202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设计

203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教育

204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现代教育技术

205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语文教育

206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207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208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209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210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土木工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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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 校 专 业

211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数学教育

212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合格

1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康复治疗技术

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3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影视动画

4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5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

6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电子商务

7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高速铁道工程技术

8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9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会计

10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刑事侦查技术

11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刑事执行

12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法律文秘

13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通信技术

14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老年保健与管理

15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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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17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环境评价与咨询服务

18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19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0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技术

21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软件技术

22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23 潇湘职业学院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24 潇湘职业学院 民族传统体育

25 潇湘职业学院 新能源汽车技术

26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针灸推拿

27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中医学

2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29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30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高压输配电线路施工运行与维护

31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供用电技术

32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

33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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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口腔医学

35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

36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37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学教育

38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

39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表演艺术（舞蹈方向）

40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表演艺术（音乐方向）

41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早期教育

不合格

1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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